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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敏成：
坚强自信，
成就别样人生
□ 记者 陈穆妍

干净利落的短寸、健美流畅的肌肉
线条、随和从容的谈吐，这是倪敏成给
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在网上，关于他
的新闻报道数不胜数，媒体们都喜欢用
“励志哥”“身残志坚”“积极乐观”这样
的标签来形容他。
关于倪敏成的故事，要从他 9 岁那年
说起，那一年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因
为一场意外，年幼的倪敏成不得不截肢，
失去了双手。这对从小有“武侠梦”的倪
敏成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小时候受武
侠剧影响，喜欢跑跑跳跳，非常羡慕大侠
们能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倪敏成回忆
道。失去双手的打击、周围人异样的眼
光、生活学习上的种种不便……现实跟倪
敏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千锤百炼终成钢，身体的残缺磨励
出倪敏成坚韧不拔的性格。对于当时正
在上小学的倪敏成来说，如何继续读书
学习是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为了能够
像普通人一样写字，倪敏成起早贪黑练
习，旧伤未好又磨出新伤，最后都结成
了老茧。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和训练，
他终于学会了如何用双臂夹笔，一笔一
划地书写，此后，他每次都能按时完成
并上交作业。
失去双手的倪敏成，生活自理能力
也受到影响。一些对于正常人来说无比
简单的事情，比如穿衣、吃饭等，对他
来说却是那么艰难，他只能反复地练

习。倪敏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
次又一次的重新开始，付出了无数的汗
水和艰辛，最终他成功了。“这是我的生
活，我只能自己去做。
”倪敏成说。
1999 年，金华市举办了第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这也成为倪敏成人生中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从小热爱运动的他积极
报名，正式注册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
员。仅仅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训练，就在
市第一届残运会上拿下跳高、跳远、立
定跳远三个项目金牌。此后，倪敏成参
加了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及其他一些残疾人赛事。到 2007 年，他
已先后在各项比赛中拿了 17 块奖牌。
这些奖牌里，给倪敏成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还是 2003 年全运会 400 米短跑比
赛。那一次比赛，倪敏成在冲过终点线
的一瞬间，因为脑缺氧晕倒在了他热爱
的赛场上。醒来以后，鲜花、掌声、金
牌纷纷向他涌来，倪敏成却说，“让我
印象深刻的不是结果，奖牌对我来说不
是最重要的，我热爱的是拼搏到极限的
那种感觉，身体痛苦精神却非常放松，
整个人因为拼搏和发泄而感到无比自
由。”
2007 年，27 岁的倪敏成因年龄原
因，离开了田径运动场，选择去杭州一
家公司上班。直到 2008 年初，倪敏成加
入省里组建的残疾人自行车队，备战
2010 年全国残运会。新的项目、新的挑
战，他再一次上路。经过两年时间的艰
苦训练，他在 2010 年全国残运会自行车

锦标赛上获得场地团体竞速第一名、场
地 1000 米第五名的好成绩。
2011 年，备战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
动会时，倪敏成发生了一次意外，摔断
了 4 根肋骨。那次以后，倪敏成选择了
退役，回到县城经营一家自行车专卖
店。但是骨子里对运动的热爱让他一刻
也闲不下来，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车
友们一起出去骑行，还参加了沙漠徒步
活动。2017 年，倪敏成再一次回到了赛
场，这一次，他的新身份是跆拳道运动
员。在全国残运会，倪敏成获得了跆拳
道男子 K43 75 公斤级比赛第二名。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心怀远方，
定有所成。倪敏成还自学了运动力学、
肌肉解剖学等专业知识，成为了一名专
业体能教练，并在 2018 年开了一家健身
工作室。“选择跆拳道，就是因为训练时
间比较弹性，我现在每天都可以保持两
堂专业课的训练量，有机会的话明年全
运会我还会继续参加。
”
“对于我来说，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去
尝试，不断地去体验。”在倪敏成面前，
努力、自强这样的形容词似乎显得有些
普通和吝啬，他就像自己小时候迷恋过
的侠客一样，恣意洒脱、通透练达。

同心促共富·一起向未来
寻找“最美残疾人”和“最美助残人”
县文明办 县残联 县融媒体中心联办
寻找“最美残疾人”
“最美助残人”新闻热线：13967969320（679320）

紧锣密鼓排练
只为精彩呈现
近日，省运会火炬传递暖
场节目 《一起奔跑》《金色未
来》《我想要跟着风去磐安旅
行》 等，正在县文化馆紧锣密
鼓地排练中。参演人员反复打
磨细节，力求精益求精，为观
众呈现一场完美演出。
记者 唐艳霞 摄影报道

把大爱留人间
方前镇一村民自愿捐献遗体
□ 记者 应燕航
本报讯 9 月 18 日凌晨，方前镇方
前村村民施时贵因病不幸离世，朋友施
华杰依照其生前意愿，将他的遗体捐献
给温州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
“现在他最后的心愿也完成了，希
望能对医学研究有所帮助。”9 月 20 日
下午，施华杰拿着浙江省红十字会颁发
给施时贵的“捐献荣誉证书”，神情凝
重，久久说不出话来。
施时贵今年 51 岁，生前患有心脏
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遭受病痛折磨
多年，无妻无子，孤身一人，生活拮
据。患病治疗期间，施时贵曾得到许多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因此他希望
通过遗体捐献的方式回馈社会。
“很早之前，他就开始了解遗体捐
献 相 关 情 况 。” 施 华 杰 说 ， 去 年 4 月
份，施时贵的身体每况愈下，感觉自己
时日不多，便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早早
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施时贵生
前常常跟身边的人说，自己这一生过得
平平淡淡，生病期间得到过许多人的帮
助，只希望最后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遗体捐献是让生命延续、促进医学
发展的大爱善举。像施时贵这样高尚的
人道奉献精神，应得到社会的尊敬和赞
扬。近年来，移风易俗的理念深入人
心，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器官遗体捐献
队伍中。截至目前，我县共实现器官
（角膜、遗体） 捐献 29 例。

退役军人职业技能
培训班开班

■ 当好东道主
迎接省运会

我县首批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站投入使用

□ 记者 傅瑛侠 郑晨光 通讯员 陈佳丽 陈曦
本报讯 近日，县环卫所在县城三棵
树、梦展花园、安居小区、五指嘉苑等

地设置了功能各异的智能垃圾分类收集
站，标志着我县垃圾分类工作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9 月 21 日上午，记者来到三棵树智
能垃圾分类收集站，只见市民在感应处
挥一挥手，垃圾桶门就自动打开，将分
类好的垃圾投入，就轻松完成了垃圾分
类投放。比起以前的垃圾桶，现在新型
的分类垃圾桶多了围蔽、除臭、智能化
等功能，即使市民误点投放垃圾，都不
会产生臭味影响环境。“垃圾分类智能化

后，市民更自觉了，我也轻松多了。”三
棵树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站分拣员陈玲花
说。
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站的运用，将改
变居民的垃圾投放习惯，让垃圾分类投
放逐渐向无人化、自助化发展。据了
解，梦展花园、安居小区智能垃圾分类
收集站配有四分类垃圾桶，具有刷卡开
箱、人脸扫描、自动拍照取证、满溢报
警等功能，可智能识别易腐垃圾分类情
况，对分类不准确情况实时拍照取证。

9 月 20 日，2022 年度退役军人职业
技能培训班开班，30 余名退役军人参
加。本次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外出考
察、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
内容包括电商直播基地游学、民宿考
察、直播达人分享干货、短视频拍摄和
剪辑等。培训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招聘
会，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桥梁。
通迅员 傅军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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